
 

1950 年代初的“新愛國主義運動” 

——以“青年教育”為考察核心 

何吉賢 

 

摘要：50 年代初期的“新愛國主義運動”是中共建國後進行社會整合的重要舉措。在一個

新政權剛剛建立，同時又面臨抗美援朝戰爭和“冷戰”國際格局塑形的形勢，“新愛國主義

運動”有多重的意涵和指向。一方面，它是一種社會動員方式，以階級動員和國家組織的方

式，將社會不同成員組織到新的國家整體中；另一方面，“愛國”的另一面是“反美”，是

要洗刷百年來受西方列強欺淩的歷史，不僅要為出兵朝鮮進行抗美援朝提供整體的合法性，

同時也要為新政權的外交策略奠定國內的意識形態基礎。因此，“新愛國主義運動”可以看

作是近代以來現代民族主義運動在中國的最後完成。由於階級話語的引入，又由於共產主義

運動的國際性質和冷戰結構的最初賦形，作為一種訴之新的國家認同的社會運動，它又是一

種有限度的民族主義。在新世紀以來隨著“中華民族崛起”“夢想”逐漸成為朝野“共識”

的背景下考察 50年代初期的這場全民性的社會動員和教育運動，可以辨析“民族主義”思

潮在當代中國的特殊發展脈絡，為批判性地思考當代中國思想的發展提供歷史性的視野。 

 

 

一．“新愛國主義”運動中的“青年言說” 

 

 1950 年代初期，剛剛建立新政權的中國經歷了土改、抗美援朝和鎮反、肅反等一系列

政治和社會運動，這些運動交叉進行，相互促進，相互發明，在政治、社會和物質基礎等方

面，為新政權的鞏固和穩定創造了基礎。但儘管運動頻發，頭緒繁多，不過在思想教育或意

識形態領域，還是存在一些貫穿整個 50 年代初期及其各種政治社會運動的脈絡，“新愛國

主義”（教育）運動便是其中之一，尤其在抗美援朝運動中，“抗美”與“愛國”互為一體，

共同構成了“抗美援朝愛國運動”的整體。 

 實際上，從社會整合和國家認同的角度，“新愛國主義”運動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伊

始即已成為新的國家宣傳和教育的核心。1949 年 9 月 29 日制定和頒佈的，具有憲法性質的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第 42 條這樣規定，“提倡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

愛科學、愛護公共財物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全體國民的公德。”這個後來發展成“五愛教育”

的規定實際上從憲法的意義上提出了新中國的“人民的新道德觀”，用今天的表述，就是從

憲法的意義上規定了國民的“核心價值觀”。“五愛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是 50 年代初期新

政權較高認同度、國民主體感和社會生氣的體現和保證。而顯然，在這“五愛”中，“愛國”

是具有重要地位的中心軸。 

 “新愛國主義”運動涉及到社會各個階層的人，在全社會的範圍，它主要通過“抗美援

朝愛國運動”落實下去，尤其是在“抗美愛國”運動的中後期，通過全面性的社會運動，通

過簽訂“愛國公約”，使機關、學校、工廠、農村甚至家庭都全面介入其中。1如果說在政

                                                        
1 按目前国内学界的通行分期法，“抗美援朝”运动分成四个阶段，即 1950 年 6 到 10 月的初步发动期；1950

年 10 月到 1951 年 2 月的高潮期；1951 年 2 月到 1952 年 4 月的普及深入期；1952 年 4 月到 1953 年的持续

和终结期。（参孙启泰《论抗美援朝运动》，载刘宏煊编《抗美援朝研究论文集》，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

第 326 页）各种社会运动，从和平签名运动、游行示威运动，到爱国公约运动、捐款捐物运动等，贯穿了

不同的阶段。 



治和社會運動的意義上，“新愛國主義運動”程度不同地波及和深入到了每一個人的生活

中，那麼，從主要是作為一個宣傳和教育甚或是思想討論的運動看，“新愛國主義”運動尤

其與知識份子和青年學生有關。有論者將“新愛國主義”（論述）當作是各個不同背景和立

場的知識份子認同共產黨新政權的重要轉化機制2，當然，不同政治背景下的（新）愛國主

義論述內容差異頗大，包含了複雜的差異。但拋開具體的論述不論，就問題的提出而言，確

有一定的恰當性，因為在 50 年代初的知識份子改造運動中，（新）愛國主義確是一個核心甚

至出發點。 

 本文將圍繞《中國青年》雜誌中有關“新愛國主義運動”的論述，以期通過“新愛國主

義運動”中相關“青年言說”的呈現，管窺“新愛國主義運動”中包含的內容和問題。 

 這樣處理帶來的首先一個問題是，《中國青年》雜誌在何種程度上呈現了關於“新愛國

主義”的較為獨特的“青年言說”？如果有一種具有相對獨特性的關於“新愛國主義”的

“青年言說”，那麼，它與一般論述之間構成了什麼樣的關係？由於論文論題所限，在這裡，

無法對上述問題展開詳細論述。如果要作簡要回答，可以這麼說，《中國青年》中有關“新

愛國主義”的論述既在（主流的）一般性論述之中，又有其相對的獨特性。“青年政治”是

晚清、五四以來中國社會變革及其論述中的重要因素3，可以看到，50 年代初《中國青年》

有關青年問題的論述還在這一“青年政治”的延長線上，即蔡翔所說的，“青年以及圍繞

‘青年’的各種敘述，比如家，愛情、青春的活力、生命的意義、奮鬥的目標，在‘未來’

這一現代性的目標召喚下，不斷地被政治化。”4同時，這些“被不斷重複的能指符號（青

春、生命、幸福、愛情、美麗、新、時代、未來等等）”，也在不斷重複中日趨空洞化並耗

盡其政治能量的過程中。因此，《中國青年》有關“新愛國主義”的論述，既體現了“青年

政治”的一面，即注重對青年，尤其是青年知識份子的教育，不僅貼近青年的生活和思想狀

況，而且也由於青年中知識份子比較較大，而展現出了相當的理論論辯性，同時，這些理論

論辯的獨特性也正在逐漸喪失。關於這個過程的具體分析，應是另一個論文的題目，這裡不

作具體展開，對於本論題而言，由於一定意義上的“青年言說”與一般性（主流）論述的趨

同，倒是為從其入手考察“新愛國主義”的總體性論述提供了更充足的理由。 

 

 本文將《中國青年》關於“新愛國主義”的論述可分為兩個階段，即以“抗美援朝”運

動為界，分前期和後期兩個階段，兩個階段在論述的策略和重點上有所差別。 

 一般認為，“新愛國主義運動”是與“抗美援朝”運動相伴隨的，從整體上看，這種看

法大體上也沒錯，在社會運動的意義上，“新愛國主義運動”也確實是在“抗美援朝”時期

達到了頂峰。但從《中國青年》雜誌發表文章的情況看，“新愛國主義”的表述和教育運動

在建國之初即已開始。1950 年第一期雜誌中，《中國青年》就以“新愛國主義”為中心主題，

組織了專題文章，編者希望“這些文章對於大家在共同綱領的學習中有些幫助，對於解決青

年有關愛國主義與狹隘民族主義的一些思想問題中，有些幫助。”5顯然，這組專題文章中，

“新愛國主義”是為了配合“共同綱領”的學習和宣傳，即為了配合對新政權認識、新國民

意識的樹立而提出來的。相比於之前（關於“愛國主義”的提倡）和之後（關於“新愛國主

                                                        
2 参钱理群《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12 年 2 月版）第一讲。钱书以沈从文为

例，认为：“爱国主义是那一代和国家、民族一起饱经历史沧桑的知识分子的一个基本立场，是他们思考和

行为选择的出发点与归属，也是我们观察和理解沈从文那一代知识分子时，必须牢牢把握的另一个要点。”

（上卷，第 40 页）正是从“爱国主义”出发，使得沈这种对原本与自己有所“抵牾”的新政权采取了“努

力理解的态度”。按钱理群的归纳，沈从文的“新爱国主义”内容包括：国家独立富强梦，有组织有计划的

国家观念，党的领导的观念，不脱离政治，不脱离群众、牺牲个人的集体主义观念等等。（上卷，第 42 页） 
3 相关论述可参看蔡翔：《革命/叙述》（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 8 月版）第三章“青年、爱情、自然权利和

性”之第一节“青年或者‘青年政治’”。 
4 同上书，第 125-126 页。 
5 《编辑室》，载《中国青年》杂志第 30 期，第 5 页，1950 年 1 月 14 日出版。 



義”的再次）的論述，有四個方面的內容具有一定的獨特性： 

 其一，突出這是一種“新”的愛國主義，它區別於“國民黨反動政府所說的‘民族復

興’‘國家至上’”，有其嶄新的內容。《中國青年》中的很多文章都在表述這一“新愛國

主義”的“新”內容，如因階級視角的進入而產生的與“新人民觀”的關係；“新愛國主義

運動”作為一種社會運動，群眾路線的帶入所帶來的“新”的內容等等。關於這些，下文中

還將進一步展開。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新”也只是相對的“新”，在更近，尤其是 80 年

代以來的表述中，這種“新愛國主義”中的“新”，又被別的內容替代了。6
 

 其二，“新愛國主義”被作為一種“新的道德觀”，“全體國民的公德”來提倡，並寫

入了具有憲法性質的《共同綱領》中，這為之後進行的全社會性的宣傳和教育運動創造了前

提。尤其是在青年團員和青年學生的教育中，其重要性就更為突出。 

 其三，“新愛國主義”的提倡，在全社會的範圍內，是全社會性的思想改造運動的切入

點和核心。以“全體國民”而言，首先樹立和養成一種的新的“人民觀”，因為“新愛國主

義”的具體內容，就是“要大家愛人民的國家主權，人民的歷史傳統，人民的文化，和人民

的領土財富”7，如果說這是一種“公德”意義上的論述，那麼，正是因為有了這種新的“人

民觀”（建立了新的人民的政權，人民當家作主，成為了國家的主人），因此，“愛國家”

也進入了個人道德的“私德”的領域8。這裡對“公德”和“私德”領域的打破和貫通值得

注意，下文中還會再提及。為了保障這種新的“人民觀”的落實，各級幹部和党團員則必須

時刻保持在群眾路線的狀態和方法中。因為只有不將幹部和党團員當作外在于普通群眾的利

益群體，“人民當家作主”的允諾才會有所依傍，從而從“愛國”向“愛新的政權”的過渡

才會順理成章。50 年代初的《中國青年》雜誌中，即使是對於青年團員和團幹部，關於聯

繫群眾和群眾路線的問題，也用了大量篇幅，形成了相當細密和複雜的論述，其關鍵原因是

因為群眾路線問題是新的“人民觀”，從而是新愛國主義能最終落實的重要橋樑。另一方

面，“新愛國主義”中包含的新的“人民觀”也是知識份子改造的重點。 

 其四，強調新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的結合，區別於“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民族觀”。愛

國主義與國際主義的結合，在 50 年代的論述中幾乎是一種“套語”，幾乎所有關於愛國主

義的論述中都會在最後強調這點。但在不同的時間段，國際主義具體指涉的內容卻互有不

同。在 1950 年初的表述中，“國際主義”具體所指的更多應是與蘇聯和東歐人民民主國家

緊密的同盟關係，到了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後，國際主義則有了更為具體的指涉內容。這裡特

別應指出，建國前夕，劉少奇在 1948 年 11 月撰寫了《論國際主義與民族主義》，50 年代初，

人民出版社印成小冊子，廣泛發行。這本小冊子闡述了面臨建國的共產黨人對當時國際格局

的理解，重點闡述了新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的結合，他的論述被廣泛引用。劉少奇的小冊子

中有兩段話，可以作為把握中國共產黨人理解國際主義的基本路徑。“共產黨人如果在自己

                                                        
6 参见徐梁伯：《试论新爱国主义的形成》，载《社会科学战线》，1992 年第 3 期。徐文认为，义和团运动是

古典爱国主义的终结。“从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后期，由于时代的变迁，古典爱国主义已经无法胜任其固有

爱国任务，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知识分子，上层有识之士，不断从实践中总结摸索，提出了爱国主义的

新内容，以适应新时代的需要，从而促进了新爱国主义萌芽的诞生。”“新爱国主义”具有以下内容：1.这

种爱国主义必须跳出了传统的“天朝上国”观和狭隘的地域局限，从而具备清醒的全球观念、世界意识，

摆脱原有古典爱国主义的封闭、保守、盲目自大的“华夏中心论”阴影的困扰。2.这种爱国主义必须认识

到西方的先进和自己的落后，同时又不悲观失望，而是勇于向西方学习，急起直追，实现中国的近代化。

3.这种爱国主义必须对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的野心有高度警惕，对侵略的新特点有清醒的认识，并把反对

帝国主义作为自己革命奋斗的重要目标，采取各种不同的清醒理智的斗争方式。4.这种爱国主义必须对中

国的封建君主制度有清醒的认识，并决心与其代表——清王朝作彻底的决裂。新爱国主义必须认清国家和

人民的关系，变“君民”关系的仆从意识为“国民”关系的主体意识。5.这种爱国主义内容极为丰富，表

现多种多样。可以看出，这里对于“新爱国主义”内容的论述与 50 年代的论述已有很大差别，具有强烈的

80 年代背景，也为 90 年代末期以后“爱国主义”向民族主义的论述的转发奠定了基础。 
7 萧德：《论中国人民的新爱国主义》，《中国青年》第 30 期，1950 年 1 月 14 日出版。 
8 参看杨甫：《人民的新道德观》，《中国青年》第 30 期，1950 年 1 月 14 日出版。 



民族擺脫了帝國主義的壓迫之後，又墮落到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的立場，又去施行民族的利

己主義，又去為了一個民族上層階級的利益，而犧牲全世界各民族勞動人民與無產階級群眾

共同的國際利益，甚至不單不反對帝國主義、反而依靠帝國主義的幫助去侵略與壓迫其它民

族，或者以民族保守和排外的思想去反對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去拒絕無產階級與勞動人民

的國際團結，……那就是背叛了無產階級和共產主義，援助了國際帝國主義者，並使自己變

成帝國主義陣營內的一個小卒。”9這段話交代了國際主義的階級基礎，是國際主義產生的

最根本的理論核心。面臨一個共產黨的民族政權的建立，這樣的理論純粹性的堅持是可以理

解和值得敬佩的。另一段話：“真正的愛國主義乃是對於數千年來世代相傳的自己祖國、自

己人民、自己語言文字以及自己民族的優秀傳統之熱愛，這種愛國主義，是同那種自大自私

的、排外主義的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以及反映那種落後的家長制的、小農的狹隘閉關主義、

孤立思想、宗派主義、地方主義等民族偏見，是完全沒有關係的。純正的愛國主義尊重其它

民族的平等，同時希望世界人類優秀的理想在自己國內實現，主張各國人民的親愛團結。”
10這段話在前一段話的基礎上，又包含了對民族平等的訴求，預示著新中國民族和外交政策

的多重可能。 

 

 《中國青年》雜誌中，“新愛國主義”被再次密集論述是建國一周年前後，此時中國已

開始討論出兵援朝，全面介入朝鮮戰爭。《中國青年》的這一變化，與全國的情況並無大的

差別。斯圖爾特·施拉姆對朝鮮戰爭前後《人民日報》的曾做過考察，他觀察到，中國“在

朝鮮戰爭爆發以後，幾個月之中也沒有認真做動員輿論工作。報刊只用比較少的篇幅來報導

這次衝突，反美的文章並不多，內容也並不比平常來得惡毒。到了 9 月下旬，才看出點改變，

一直到中國部隊已經在朝鮮打仗，反美才達到了高潮。”11實際上，直到 1950 年 10 月 26

日，即志願軍入朝投入戰鬥的第二天，中共中央才發出了毛澤東親自審定修改的《關於時事

宣傳的指示》，提出“為了使全體人民正確地認識當前形勢，確立勝利信心，消滅恐美心理，

各地應即展開關於目前時事的宣傳運動。”《中國青年》在“新愛國主義”的論述上，基本

與此同步。 

 在 1950 年 9 月 23 日出版的《中國青年》第 48 期雜誌中，編者再次以“新愛國主義”

為主題，組織了專題文章，相比於上一次的專題，這一次不僅篇幅增加，作者陣容也加強了，

有於光遠、廖蓋隆等人的理論文章，也有郭沫若、廖承志、周建人等人的詩歌和敘述性文章。

在這一期的“編輯室”中，編者指出，“新愛國主義是需要在青年中長期地宣傳及進行教育

的，我們以後將繼續組織關於這方面的文章。”並希望讀者多就這方面內容投稿。12一個月

以後出版的第 50 期繼續以“新愛國主義”為主題，組織專題文章，並再次強調，“新愛國

主義與國際主義是需要在青年中長期地宣傳及進行教育的。”13從此以後，“新愛國主義”

的論題就成為雜誌經常性的話題，每期幾乎都會有以專題論文、社論、傳記或時事解說的形

式出現與此論題相關的文章。 

 檢閱各期相關文章，此一時期關於“新愛國主義”的論述在趨勢和重點上表現出了這樣

的特點。 

 在論述重點上，以下幾點成為論述的中心：1.愛國主義與對現政權的態度，這也是對“新

愛國主義”中的“新”內容進行充分的合理化論證。這幾乎是每篇相關文章要處理的首要問

題。于光遠在《談談愛國主義》中指出，“對現在政權應抱何種態度是一切愛國主義者必須

明確認識的問題。”過去的愛國主義者反對反動政府，現在的愛國主義者則擁護和保護現在

                                                        
9 刘少奇：《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人民出版社，1954 年版，第 9 页。 
10 刘少奇：《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人民出版社，1954 年版，第 35 页。 
11 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红旗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29 页。 
12 《编辑室》，《中国青年》第 48 期，第 36 页，1950 年 9 月 23 日出版。 
13 《编辑室》，《中国青年》第 50 期，第 26 页，1950 年 10 月 21 日出版。 



的人民政府，其關鍵的原因是政權性質發生了變化。14“一個愛國主義者，對不同性質的軍

隊政府，就應持有不同的態度。換句話說，一個愛國主義者必須對不同性質的國家機器，要

抱不同的態度。”15為了加深這一問題的認識，李達專門寫了《新舊中國的國家機構》一文，

其中著重指出，新民主主義的國家機構實行的是議行合一的人民代表大會制，這種制度要優

越於表面上實行普選的三權分立制度。16在另一篇文章中，於光遠專門對“新愛國主義和反

動的狹隘的愛國主義”、“新愛國主義和過去新中國沒有成立以前的革命的愛國主義”進行

了區分。17
 在他看來，“不同時期，愛國主義有著不同的思想內容。”“一個人如果不把

自己可貴的愛國主義熱情和革命的政治認識結合起來；不把自己的愛國主義的熱情建立在國

內國際形勢的正確認識上，建立在對社會發展規律的正確認識上面，就有被反動派加以利用

的危險。”18
 也因此，“優越的新民主主義社會制度是新愛國主義的基礎。” 

 2.歷史和民族知識的重構。在對“新愛國主義”具體內容進行展開論述的過程中，歷史

和民族知識的重構成為了相關的重要工作。從論題和形式上看，這與一般的民族主義論述幾

乎沒有差別。因為一般而言，對歷史和民族知識的重構是現代民族意識形塑過程中的重要一

環。蓋爾納說：“人們公認，民族主義利用了事先業已存在的、歷史上繼承下來的多種文化

或者文化遺產，儘管這種利用是秘密的，並且往往把這些文化大加改頭換面。已經死亡的語

言可以復活，傳統可以創造，相當虛構化的質樸和純潔可以恢復。……民族主義聲稱保衛和

復興的文化，往往是它自己杜撰的東西，或者是被它修改得面目全非。……”19杜贊奇說，

“現代民族身份認同的形式與內容是世代相傳的有關群體的歷史敘述結構與現代民族國家

體系的制度性話語之間妥協的產物。”20但他又馬上提出：“最近以來，學者在研究各種創

造、建構或想像過去的運作時，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即任何傳承的過程同時是一種創造的

過程。為了承認自己是一個群體，每一個群體都必須在現在創造一種有關過去的自我的可信

的形象，即在新的、變化了的現實中找到自我。當現在完全被一種外來的話語統治時，這種

差異對我們來說就尤其惹人注目。不過，這不應掩蓋一個事實：過去與現在的結合是不斷進

行的、真實的。”21這個重新“創造傳統”，重構關於歷史、文化和民族知識的也是《中國

青年》有關“新愛國主義”論述的重要方面。在這個重述系統中，不僅歷史按“人民史觀”

進行了重新敘述22，構成中國歷史文化重要因素的從屈原、杜甫到魯迅等作家也都以愛國主

義的標準進行了重新闡釋。23不僅如此，中國的歷史、國土山河，甚至與自然科學相關的人

民群眾的創造（如四大發明）等，也進行了重述24。但這裡的重述與一般意義上的民族主義

的塑造有根本的區別。韋君宜在《老古董和新看法》一文中，專門對此進行了解釋。她說，

在重述歷史的過程中，有些看起來與過去國民黨大講的“民族復興”、“國家至上”似乎沒

有什麼區別。“好像現在我們要講愛國了，這所講的愛國，同我們過去在舊社會所講的‘愛

國’，並沒有區別，因此也就和馬列主義沒有關係了。”她認為這是錯誤的。“我們對於祖

國的過去，所愛的主要是從古至今的勞動人民，人民的反抗、人民的創造和一切對人民有利

                                                        
14 于光远：《谈谈爱国主义》，《中国青年》第 48 期，第 36 页，1950 年 9 月 23 日出版。 
15 同上，第 14 页。 
16 李达：《新旧中国的国家机构》，《中国青年》第 50 期，第 26 页，1950 年 10 月 21 日出版。 
17 于光远：《新中国与新爱国主义》，《中国青年》第 56 期，第 10 页，1951 年 1 月 13 日出版。 
18 于光远：《新中国与新爱国主义》，《中国青年》第 56 期，第 11 页，1951 年 1 月 13 日出版。 
19 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主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年版，第 74 页。 
20 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社科文献出版社，2003 年版，第第 60 页。 
21 同上，第 61 页。 
22 参看金璨然：《爱祖国的历史》，《中国青年》第 57 期，1951 年 1 月 27 日出版。 
23 参看杨晦：《鲁迅的爱国主义》，黄既：《荆轲、屈原、岳飞和续范亭》，冯至：《爱人民、爱国家的诗人

——杜甫》，游国恩：《热爱人民的诗人——白居易》，艾思奇：《岳飞是不是一个爱国者？》，分别刊《中国

青年》杂志第 49、50、55、58、64 期，等等。 
24 参看钱伟长：《中国古代的科学创造》，《中国青年》第 57 期；程鸿：《伟大祖国的山河》（一、二），分

别刊《中国青年》第 60、61 期；钱伟长：《中国古代三大法发明》，《中国青年》第 61 期，等等。 



的、屬於人民的事物。”因此，“我們將愛國，主要是愛勞動人民，愛勞動人民的歷史。”
25這裡的重點很明顯，就是將階級的視角引入歷史的敘述，階級革命與民族主義的結合，在

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中國共產黨革命的特殊之處，也是其矛盾之點。邁斯納（Maurice 

Meisner）在談到 20 世紀中國知識份子的獨特處境時提到，“民族主義與反傳統兩者不可思

議的結合，是現代中國知識份子歷史上的顯著特徵之一。”26而對於新的馬克思主義知識份

子來說，馬克思主義為他們提供了將民族主義與反傳統完成結合的契機。“對於馬克思主義

者而言，民族主義可以服務於社會革命的目標，但從民族主義產生出來的中國的馬克思主義

將始終制約這種新理論闡釋和運用的方式。”27關於“新愛國主義”的論述，是中國馬克思

主義者將民族主義與“反傳統（iconoclasm）”（也是新傳統的創造）結合起來的新的例證。 

 3.愛國主義與個人的日常行為。 如果說第一階段的“新愛國主義”論述尚側重於國家

政權認同意義上宣傳教育，那麼，抗美援朝開始後的“新愛國主義”運動及其論述則更多地

注重於如何將“愛國主義”的意識與每個人的日常生活行為結合起來。如何將“愛國主義”

的意識與個人的日常行為結合起來，也就成為這個階段“新愛國主義”運動的重點，也就是

說，“新愛國主義”的精神不僅表現在抗美援朝戰場上，並且還表現在一切生產部門，一切

工作崗位上的人民的忘我勞動中。于光遠在其刊於《中國青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一個

真正熱愛我們祖國的青年，他就可以並且應該就他的工作崗位或者學習崗位，把這種愛祖國

的熱情轉化成實際的行動。”28在抗美援朝的初始階段，青年學生中首先開展的是動員青年

參加軍事幹部學校的運動，據統計，北京市在不到半月的時間內，就基本完成了任務，以致

在《中國青年》中，雜誌編輯多次呼籲，青年學生要愛國，參加軍事幹部學校並不是唯一的

途徑，在學校繼續學習，在各種不同的崗位上做好自己的工作，一樣是愛國。在“愛國公約”

運動中，愛國主義與個人日常行為的結合成為了全民性的運動。自 1950 年 11 月 7 日北京工

商界訂出五條愛國公約後，全國工商界立即作出了回應，之後並擴展到了全國工、農、學各

界。1951 年 3 月 10 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社論《普及愛國公約運動》，“愛國公約”運動

進入了高潮。具體地說，是“自覺的把抗美援朝運動作為推動一切工作的動力，就是把抗美

援朝的思想教育很自然地落腳在各個具體任務上，使運動的結果是把各方面的工作提高一步

（形式可通過訂立愛國公約及生產計畫等）。”29在現實表現上，“愛國公約”也確實落實

到了幾乎所有的機關、工廠、學校、農村甚至居民家庭中。據統計，全國有 80%的人口訂

立了愛國公約。30總體而言，在不同的階段，會以不同的運動形式和內容促進不斷與個人實

際工作的結合，它們是整體上的“新愛國主義”運動的持續與深入，是對於動員的再動員。 

 4.“新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的結合仍然是這一階段論述中無法繞開的問題，除了通常

性的論述之外，這一時期《中國青年》有關“新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結合的論述中還出現

了另一個論述重點，即將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作為國際主義論述的對立面進行批駁。

這一論戰物件的出現，應與蘇聯的背景有關。韋君宜在一篇訪蘇劄記中提到，“蘇聯強調蘇

維埃愛國主義，有一個具體的鬥爭物件，就是美國的世界主義。”她解釋說，“這種世界主

義，骨子裡當然就是要把世界各國都變成沒有獨立的工業，沒有自己的領土和主權，沒有自

                                                        
25 韦君宜：《老古董和新看法》，《中国青年》第 65 期，第 6 页，1951 年 5 月 19 日出版。 
26 Maurice Meisner, Mao’s China and After, The Free Press, 1986, p.11. 
27 Ibid，p.18. 
28 于光远：《谈谈爱国主义》，《中国青年》第 48 期，1950 年 9 月 23 日出版。 
29 《中南局关于贯彻中央关于普及和深入抗美援朝的宣传教育工作、响应世界和平理事会和准备纪念“五

一”的办法的补充规定》（1951 年 3 月 28 日），《中共中央中南局文件辑存》，中共中央中南局办公厅 1954

年编印，第 2314 页。 
30 《支援抗美援朝纪实》，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9 页。这一统计数

据的准确性还可进一步核实，因为如果缺乏不同人群的进一步统计，“爱国公约”运动的波及面的具体图景

仍有其模糊之处。还需指出，与所有的政治和社会运动一样，“爱国公约”运动也有其形式主义和浮夸、强

迫的一面。详参侯松涛：《抗美援朝运动中的社会动员》（中共中央党校 2006 年博士论文）第四章第二节第

二小节“与各种实际工作相结合的具体实践——以爱国公约的制定与实施为中心”。 



己獨立文化的美國殖民地。我們要和這種美帝國主義的思想侵略作鬥爭，在思想上主要的武

器就得是人民的愛國主義。”31對於這種看法，《中國青年》中另一位作者的表達更加直接

和激進，這位作者直接回答了有關世界主義與國際主義的不同這一問題，他認為世界主義與

國際主義是“兩種絕對對立的世界觀，其中毫無共同之點”。“國際主義是無產階級的世界

觀，它是反對一切民族壓迫，主張全世界各民族一律平等，加強工人階級及一切勞動人民的

團結，積極地贊助各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鬥爭，進而達到消滅剝削，消滅民族壓迫，全世界各

民族完全處於民族平等地位，進而消除民族界限，走上共產主義社會。”相反，“世界主義

是反動資產階級的世界觀，是帝國主義法西斯主義的思想，它的實際內容是實現一個帝國主

義國家統治全世界其它一切民族，是民族壓迫政策、掠奪和戰爭，是美帝國主義企圖吞併全

世界稱霸全世界的思想武器。”32許邦儀的論述邏輯相對激進，在他看來，“階級利益的一

致就使得全世界的無產階級成為國際主義者。”因此，對於世界上的壓迫民族，即帝國主義

國家的無產階級來說，是“工人沒有祖國”的，那裡的民族運動已經過時。但對於被壓迫民

族，情況則不同。“當自己的民族還是被壓迫的時候，是談不到階級解放的。只有民族的解

放，才有階級的解放。這種革命的民族解放運動就成為無產階級國際主義運動的一個及其重

要的組成部分。”33將“階級解放”與“民族解放”截然分成兩個階段的看法具有相當的激

進性，在現實政治上，它也是與新民主主義的論述相配合的。 

 

 在這個階段的關於“新愛國主義”的論述中，目的性更加明確，與政治形勢和具體政策

的配合也更加緊密，具體而言，就是與“抗美愛國運動”的大形勢和具體政策相配合。“抗

美愛國運動”初期，由於社會上對美國和朝鮮戰爭的情況存在不同的看法，存在著所謂的

“親美、崇美和恐美”的心理，因此開展了“仇美、蔑美和鄙美”的“三視運動”。雜誌為

此發表了許多文章，圍繞這個問題展開了論述。循心在《關於愛國主義的幾個問題》一文中

承認，“認為中國落後、中國人民沒有創造力、中國人沒有科學頭腦這種民族自卑心理，還

殘存在一部分眾人的心中，甚至在一部分青年中也有。”他認為這是“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在

在中國人民中間散步的崇拜帝國主義，鄙視自己國家民族的自卑心理”，必須清除，以樹立

“高度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34為了說明這個問題，雜誌刊載了很多有關重新敘述和解

釋中國歷史、歷史、文化傳統，甚至地理和自然科學方面的文章。值得注意的是，在“三視

運動”期間，為了配合關閉美國在華開辦的學校，各校師生都舉行了各種討論會，《中國青

年》雜誌也刊登了一些現身說法，以自身經驗來說明對美國認識轉變過程的文章。在同期的

刊物中，《中國青年》在這點上顯得比較突出，這可能與其注重正面論述，注重從具體生活

和經驗出發，並展開較為深入的理論探討的辦刊風格有關。 

 

 

二．“新愛國主義”：一種有限度的民族主義（提綱） 

 

1.“新愛國主義”運動中的“行動式”動員和國家認同 

 

新愛國主義中的青年言說分成兩個層次，一個是公民教育；一個是政治教育，與政治運動相

配合。後者常常與社會性的政治運動相結合。除了言說的層面，還有實踐的層面，言說是與

實踐相結合的，社會運動是連結兩者的橋樑。 

 

                                                        
31 韦君宜：《我更感到祖国的可爱》，《中国青年》第 56 期，1951 年 1 月 13 日出版。 
32 许邦仪：《谈谈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中国青年》第 50 期，第 15 页，1950 年 10 月 21 日出版。 
33 同上，第 13 页。 
34 循心：《关于爱国主义的几个问题》，《中国青年》第 56 期，1951 年 1 月 13 日出版。 



可結合《中國青年》的具體例子，比如工廠增產標兵（趙國有小組）、戰鬥英雄（郭俊卿、

劉虎成），見胡風：《偉大熱情創造偉大的人》（一、二，分別刊 55、59 期），竹可羽：《英雄

的感想，英雄的心》（62 期）  的例子。關鍵看如何敘述他們？這些普通人（工人、農民、

婦女）如何成為模範，自我的改造如何進行？在哪些品質上與新政權的要求達成了一致？ 

 

行動與動員： 

動員（social mobilization），美國學者 karl Deutch 創造的詞彙，他給社會動員的定義是：人

們所承擔的絕大多數舊的社會、經濟、心理義務受到侵蝕而崩潰的過程，人們獲得新的社會

化模式和行為模式的過程。  引自艾森斯塔德《現代化：抗拒與變遷》，陳育國、張旅平譯，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 頁。 

 

抗美愛國運動的宣傳動員和傳播方式： 

有幾種動員方式：宣傳動員、訴苦動員、行動動員、組織動員，四者互相聯合，共同作用，

組成一個立體式的動員網路。（侯松濤歸納），尤其是運動式。 

 

遊行：1951 年的五一大遊行，據統計全國有一半以上的人參加。（廖蓋隆《更高地舉起愛國

主義的偉大旗幟》，《愛國運動論集》，海燕書店 1951 年版，第 17 頁） 

上文提到的與各種實際工作相結合的動員方式，尤其是“愛國公約運動”，是這種方式的典

型體現。 

 

行動式動員是中國現代民族意識傳播的重要特點，在這種行動式動員中，不同的人群發生交

流和互動，現代知識和觀念也隨之傳播，現代國家和民族觀念的傳播是其中的重要內容。在

一定程度上，這也是現代中國革命形成的重要經驗，同時也是“新愛國主義”運動的重要特

點。 

 

將革命的政治精神灌注於民眾、部隊之中，調動各種社會力量支持戰爭，激勵全體參戰人員

高度的戰鬥熱忱，是抗美援朝戰爭勝利的一個重要原因。 

王樹華、文育富《抗美援朝戰爭政治動員評析及啟示》《軍事歷史》2009 年第 3 期 

 

戰爭初期，通過廣泛普遍的“三視”（鄙視、蔑視、仇視美國）教育，扭轉了人民群眾中的

崇美、親美、恐美的心態，消除了官兵的懼戰、厭戰情緒；停戰談判時期，在國內較好地引

導了民眾認識停戰談判的意義；戰爭後期，成功地發動了廣大人民群眾增產節約、支援志願

軍在朝的持久軍事行動。 

 

抗美援朝總會主席郭沫若在《偉大的抗美援朝運動》一文中所述：“我國人民已有 80%受

到了愛國主義教育，基本掃除了美帝國主義百餘年來對中國進行軍事、政治、經濟和文化侵

略和懷柔、欺騙所遺留下來的‘親美’、‘崇美’的反動思想和‘恐美’的錯誤心理；樹立

了仇視美帝國主義、蔑視美帝國主義、仇視美帝國主義的心理；大大提高了民族自尊心和自

信心；加強了同仇敵愾，打敗美國侵略的決心。這是我國人民抗美援朝運動在思想戰線上的

偉大勝利，在這一思想基礎上，產生了徹底擊敗美國侵略的物質力量。” 

《人民日報》1951 年 10 月 1 日 

 

彭德懷 1953 年 9 月 12 日在《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工作的報告》中指出，“抗美援朝運

動使全國人民受到了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的教育，大大提高了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加強了



同仇敵愾，打退美國侵略者的決心，正是在這一基礎上，產生了通過各方面來支援志願軍及

朝鮮人民反抗侵略、保衛遠東和平和世界和平的強大的物質力量。”            

中國人民抗美援朝總會宣傳部編《偉大的抗美援朝運動》，人民出版社，1954 年，第 397 頁。 

 

“抗美援朝戰爭是中國人民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一次集中展示。” 

中國人民的“這種空前的團結和高度的自覺是 1840 年以來，中國人民長期遭受帝國主義欺

淩所產生的民族情感的釋放。戰爭政治動員激發了中國人民心中壓抑的愛國主義情愫，喚醒

了民族自強自立的意識和信心，進而用堅強的意志打敗了世界上頭號超級大國。”  

王樹華、文育富《抗美援朝戰爭政治動員評析及啟示》《軍事歷史》2009 年第 3 期 

 

彭德懷在抗美援朝結束後說過一段令海內外炎黃子孫都激動不已的話，“西方侵略者幾百年

來只要在東方一個海岸上架起幾尊大炮就可霸佔一個國家的時代是一去不復返了。”    

《彭德懷軍事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 年，第 445 頁 

 

抗美援朝運動中的社會動員以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為切入點，以全新的意識形態為主導，使

抗美援朝運動中的社會動員過程成為對民眾進行教育和改造的過程，增強了民眾對新政權的

認同，也初步鞏固了自己的執政地位。（侯松濤，中央黨校博士論文，2006 年，《抗美援朝

運動中的社會動員》141 頁） 

 

新愛國主義與群眾路線 

 

2.“新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 

 

關於中國現當代歷史中以愛國主義為主要內容的“民族主義”，學界一直存在爭論。 

 

汪暉：“中國的現代民族主義從一開始便具有世界主義或國際主義的特點。”（十頁）  “近

代中國的民族主義包含了一種自我否定的邏輯，它反對任何利用國族中心主義壓迫弱小社

會、弱小民族和人民權利的企圖。”（十一頁）  “與國家主義者相比，許多知識份子在投

身民族解放運動的時候，同時也是國際主義者，他們對於弱小社會（外部的和內部的）抱有

深刻的同情，這與他們在社會內部爭取自由和平等的立場完全一致。換句話說，當民族主義

主要表現為對於霸權和暴力的反抗的時刻，它不僅包含了對民族主義自身的否定，而且也包

含了對於內部民主的訴求。”（十二-十三頁）《死活重溫·序》 

 

蓋爾納  安德森 關於現代民族主義的論述 

 

就其本質而言，民族主義是愛國主義的變種，是愛國主義與恐外症的結合。因此，對待他者

的態度差異，成為二者的本質性差別，並使民族主義往往被想像為“公德”，而愛國主義仍

保持其“私德”地位。“愛國主義的民族主義化”      文章提出，“真正的解決辦法在

於，堅持愛國主義是一種‘個人判斷’或‘私德’，並堅持反對民族主義的所謂‘公德’的

不適當要求。” 

潘亞玲《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辨析》《歐洲研究》2006 年第 4 期 

 

這一看法是基於歐美的經驗和論述，對現代中國不一定適用。從《中國青年》的論述看，這

種公德私德的區分根本不存在，看第一期的兩篇文章。從現代民族觀念的培育角度說，中國



現代民族意識的養成，其恰恰可能是從突破這種“公德”、“私德”的界分開始的。梁啟超

中國人只有“私德”而無“公德”之說。 

 

顧速：《狹隘民族主義，還是理性愛國主義？——改革開放時代中國人的選擇》   載《開放

時代》1997 年第 2 期 

認為現代世界的愛國主義分成兩種，一種是狹隘的、本能的、非理性的甚至是封建宗法的愛

國主義，另一種是普遍的、理性的、反思的和現代化的愛國主義。 

這種說法化出於托克維爾的說法。 

托氏的說法：“有一種愛國心，主要來自那種把人心同其出生地聯繫起來的直覺的、無私的

和難以界說的情感。這種本能的愛國心混雜著很多成分，其中既有對古老習慣的愛好，又有

對祖先的尊敬和對過去的留戀。懷有這種情感的人，珍愛自己的國土就象心愛祖傳的房產。

他們喜愛在祖國享有的安寧，遵守在祖國養成的溫和習慣，依戀浮現在腦中的回憶，甚至覺

得生活於服從之中有一種欣慰。這種愛國心，在宗教虔誠的鼓舞下，往往更加熾烈。這時，

人們會創造出奇跡。這種愛國心本身就是一種宗教，它不做任何推理，只憑信仰和感情行事。

有些這樣的民族以某種方式把國家人格化，認為君主就是國家化身。因此他們把愛國主義中

所包含的情感一部分轉為為忠君的熱情，為君主的勝利而自豪，為君主的強大而驕傲。法國

在舊的貴族統治時期，人民有一段時間就因此而感到快慰，而對自己依附的國王的專橫而不

覺得難受。他們驕傲地說：‘我們生活在世界上最強大的國王的統治之下。’……同所有輕

率的激情一樣，這種愛國心雖然能激起強大的幹勁，但不能幹勁持久。它把國家從危機中拯

救出來以後，往往便任其于安寧中衰亡。” 

另有一種愛國心比這種愛國心更富有理智。它雖然可能不夠豪爽和熱情，但非常堅定和持

久。它來自真正的理解，並在法律的幫助下成長。它隨著權利的運用而發展，但在摻進私人

利益之後便會消減。一個人應當理解國家的福利對他個人的福利具有影響，應當知道法律要

求他對國家的福利做出貢獻。他之所以關心本國的繁榮，首先是因為這是一件對己有利的事

情，其次是因為其中也有他的一份功勞。       

引自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商務印書館 1988 年，第 268-269 頁。 

 

Ross Poole 在 Patriotism and Nationalism 中說，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在西方政治思想中有截

然不同的傳統。   愛國主義在西方的共和傳統中有重要的位置，甚至可以上推到希臘城邦

國家、古羅馬共和國時期，文藝復興時期的義大利，17-18 世紀的西歐北美的政治生活中有

重要表現。這一傳統的核心是政治上活躍的公民、對有可能對共和產生危害的政治寡頭和腐

敗保持警惕心，時刻反對之，並準備投入反對共和國外來侵略者的軍事戰鬥中，愛國主義承

諾的對象是祖國（homeland），即由其生活社區組成的共和國這樣一個政治體。    民族主

義則是在更晚近出現，是一個不同的政治進程，其承諾的物件是國家（nation），民族主義是

民粹主義的政治教義，即使在民主體系中也是如此。 

 

Charles Taylor 在 why democracy needs patriotism？一文中認為當代社會離不開愛國主義，從

兩個角度看：自由、民主和一定程度上平等的社會需要公民們強烈的認同感，在珍視消極自

由和個人權利的自由社會中，需要公民們的參與；民主社會也需要動員，動員就需要一個共

同的認同，愛國主義就是不二之選。自 Charles Taylor，Why Democracy Needs Patriotism? From 

For Love of Country: Debating the Limits of Patriotism, edited by Joshua Cohen, Beacon Press, 

1996 

 

 


